
难忘母校
铜陵市实验小学六零四班



我们都即将毕业了，不

久就要离开我们的母校

了，要结束小学阶段的

生活，走进初中了……

尚未离别，已依依难舍

了。时光几年如流水般

瞬间即逝，小学生活即

将结束，我们即将扬起

中学的风帆，真的要离

别了吗？美丽的校园给

予了我们无尽的欢乐，

希望，歌声，花香……

即将成为一名中学生了，

我们要为之而努力。







毕业
感言



给同学：
    阳光会走，花儿会谢，唯有我们之间的
友谊永不调残。忘不了，我们一起玩耍，一
起学习，一起研学……忘不了我们互相帮助，
彼此相爱，交往中获得的诸多。这些经历会
变成美好的回忆埋藏在我心中。

王瑞阳



给同学：
    朋友们，最后的时刻，
我想送你们几句话：曾想
入堂即昨日，今日离别却
眼前。总是心中千百愁，
依要坦对实中事。希望在
今后生活中还能相遇。

徐艺萌



送给同学们的话：

    童
年时光即将离我们远去，我们

将继续踏上各自的征途，未来可期，

让我们不负韶华，共同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的广阔天地……

石开宇



送给同学们的话：
    挥手告别，扬帆起航，
忘不了的是你们抛出的那
根友谊的线，无形中牢牢
地牵着我的心。

刘美妍



给同学：
    你们是我真诚的伙伴，你们陪伴了我六年，这六个春秋里，我们取长补短，共同成长，获取了真挚的友谊，天地之间真情与共，万事顺利，学业有成，是我对你们真诚的祝福。

徐航



送给同学的话：

    同学们，我们的相遇，是偶然，

更是必然。阳光会走，杨柳会哭，花

儿会谢，唯有我们的友谊永恒不朽。

陈芳语



送给同学们的话：
    在这美好的小学六年，我得感谢身边
的每一位同学。是你们给了我帮助；是你
们给了我快乐；是你们给了我鼓励；也是
你们陪伴我成长。祝你们在未来的学习中
更上一层楼！

王立帆



送给同学们的话：

    我们一同欢笑，一同悲伤，一同

讨论，一同嬉戏……我们的情谊如同

那一道雨后彩虹，绚丽夺目，铭刻在

我心头。

刘星灿



给同学：
    嘿，潘俊峰，有花自有香，不
必大风扬，你的潜能等着你去开发。

严嘉祥



送给同学们的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年的

小学生活即将要结束了，分别后请

不要忘了我们曾走过的美好时光.    

查慧仪



送给同学们的话：

    我们一起学习，嬉戏了六年。现在，

我们就要分开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追

寻自己的梦想，永不言弃。前方，会更好。

张若钰



给老师：
    尊敬的老师，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
春秋，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学习
玩耍。可六年了，我们将要毕业，就要
离开您了。我会一直铭记在心的!

汪宸宇



送给同学们的话：
    从陌生到亲密
无间整整六年，六
年间发生了许多，
这将是我记忆中最
重要的时光。充满
了纯真的六年，期
待下一个六年，咱
们围坐一桌，能在
一起畅谈少年时难
忘的回忆⋯

王若熙



给老师：

    岁月可以带走时间，却带不走我

对您的思念。

给同学：

    沉默但不沉没！

郭锦舟



    六年间，我们一起玩
耍，一起研学，一起辩论，
这些我都不会忘记，谢谢
这六年来的陪伴。

钱晟玉



送给同学们的话：

    
时光匆匆，一年级发生的事就仿佛发生

在昨天一样，回到现实，我们即将就要离开

母校，各奔东西。小学六年的美好时光将化

做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在我心

中。

    
    

    
    

    
    

    
    

    
    

    
    

    
    

    
    黄兴邦



送给同学们的话：
    不管未来有多么遥远，
成长的路上，有你也有我。
不管相逢在什么时候，我
们都是永远的朋友。

吴梦琪



送给同学们的话：
　　愿心中永远留
着我的笑容，伴你
走过每个春夏秋冬！
我会用我最真诚的
心来为你们祈祷：
“愿你们的明天更
美好！”

张伟航



给老师：
    老师，您是最美
的耕耘者，最美的播
种者。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
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人生旅程上您
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希望的
光芒。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踏遍
心田的每一角，踩透心灵的每一寸，满是对您的
敬意。有如从朔风凛冽的户外来到冬日雪夜的火
炉边；老师，您的关怀，如这炉炭的殷红，给予
了我无限温暖。我怎能不感谢您？对于您教诲的
苦心，我无比感激，并将铭记于心！

程可扬



亲爱的同学们：
    过去的六个春秋，我们在一起，在一
起学习，在一起游戏，在一起奔跑，在一
起辩论。每一次都让我回味无穷。可我们
即将分别，但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珍藏
在我心中。

黄俊龙



送给同学们的话：    我们在一起已有六
个岁月，六年间发生的
每一次趣事，我都将铭
记在心。记得你们有人
想当老师，有人想当医
生，有人想当工程师……愿你们向理想拼
搏。加油，祝你们一帆
风顺！

钱堃



给老师：
    光阴荏苒，情真一切。六年时光，虽
短又长，虽长又短，“老师您辛苦了”，
表达了我们对您的深深敬意。

潘峻峰



    时光匆匆，转
眼间六年飞逝，您
头发上多了白发，
脸上长满了皱纹。
这是您为我们辛勤
付出的写照。老师，
祝您桃李满天下。

方淼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

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

开双脚也无法到达，加

油，让我们各奔东西，

为了梦想努力吧！

曹子乐



    六年时光匆匆而过，眨眼凝望间离开校
园的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时间滴答，滴
答 ……得慢慢流逝，但时间背后的帧帧记
忆将会存留在每个同学的心中。都说“时光
不老，我们不散”或曰“致青春，我们的记
忆”而我却会答到“时光虽逝，记忆永存”。

张诗宇



    
在成长的路上，有许多数不清的

坎，希望你能克服这些困难与险阻。

同桌，我听说你的梦想是考上南京大

学，要实现这个理想，更要付出比常

人多的努力，我们一起加油！

黑墨然



给同学：    嘿，小语，记得你说过，长大以后要

和我一起开一家宠物店。愿我们长大以后

还能相见，祝你愿望成真。                     

刘璇



给老师：
       老师您陪伴
了我们六个春秋，每
一次春游，每一次辩
论……我想告诉您：
岁月能带走时间，却
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

赵翊然



给同学：
    青春的脚印留在校园的小路上，笑
语欢歌留在花坛的馨香中，母校的每一
个角落，都珍藏着我们的友谊，弥漫着
我们的幻想。请再谱一支青春之曲，伴
随你我在明天的征徒中继续奋进。

洪圣羽



    我们一起欢笑，
一起紧张，一起游戏。
这些美好的时光就是
人间星光，点缀着我
们小学时光之书。

刘晨嫣



    老师，您是辛勤的园丁，

用知识浇灌我们；您是一截蜡

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们。

您是海上的灯塔，为我们指明

前进的方向。感谢您这么多年

来，对我们耐心的教导，对我

们无私的奉献，感谢您。 

袁君豪



    
六年来，我们共同寒窗苦读，我们一起见证

友谊，我们一起快乐玩耍，我们一同畅谈心声。

微微晨光照亮这喧嚣世界，阵阵温暖融化昨夜的

冰雪。我们微小却不弱小，因为所有的伟大都是

由微小的细节构成的，微微就是我们。愿我们每

个人都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李奕慧



给老师： 

    敬爱的老师，时间过得真快，匆匆中，

我们进入了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匆匆中，

我们又不得不告別母校，进入中学，开始新

的学习生活。感谢老师！感谢母校！

邹凯



     嘿！钱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此乃大丈夫也。

鲁成志



    
光阴似箭，一转眼六

年的同窗生涯已成为过去，

但教室里还回响着我们朗

朗的读书声，操场上还留

着我们奔跑的身影，这里

的草坪，石凳，竹亭，乒

乓球，音乐智慧教室……

或与我永远依恋的"百草

园"。

郎锦玲



    
六年的小学生活如同

箭一般，转眼间就过去了。

我们即将迎来毕业。望你

们在今后的路上，一定不

要忘记自己的理想。分别，

是为了更好的成长，加油，

一定要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洪睿哲



王心愿

我们之间，
校服成了唯一的纪念，
毕业册成了唯一的照片，
同学会成了唯一的碰面。
我们已越走越远……

送给同学们的话：
再见，昨天。
来不及说的告别，
留在某一天
是我对你最大的亏欠。

想对你说，
谢谢，
你的出现。
是似水流年，
最美最好的遇见……
希望，
在青天下等你再一次的出现……

和昨天说再见。
依稀记得，
13岁那一年，
时光，
转眼消失不见。



送给同学们的话：　　 同桌，不要学花儿
只把春天等待，要学燕
子衔着春天飞来。

方徐吉



    六年时光，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在这六年间，是
你们让我成长了很多很多。
我会把这段美好的回忆一直
保留在心中，珍藏着，直到
永远……

张依雯



    
亲爱的老师，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在这难忘的六年里，您无怨无悔地传授

我们知识，培养我们高尚的品格。是您，

把我们从懵懂天真的一年级带到心智成

熟的六年级。所以，我由衷地祝福您身

体健康，事业顺利，桃李满门。

刘宇昊



    花落不可避免；相聚
也是缘分。时间可能会冲
淡我们的记忆，但不会冲
淡我们的情谊。

周一笑



    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些

年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我会把这些事作为美好的

记忆，珍藏在我的心中。

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路上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李旭



让我与你握别
在轻轻抽出我的手
华年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就把我的祝福别在襟上吧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今昔一别
期待他日相逢
一年的记忆
是我一辈子
最难忘的风景

侯梦妮



给同学：
    时光飞快，六年说没
就没了，虽然下半年我还
会坐在教室里，可同学未
必是你们了。祝你们身体
健康，学业有成。

王浩博



给老师：

    
六年时光如云般飘过，时间天使不苟

地将时针拨向离别。曾记得，刚进校时的

我们还是懵懂天真的孩子，如今我们脸上

有了些许的成熟。敬爱的老师，是您给了

我们健飞的翅膀，是您给了我们青春的光

亮，并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高梓越



给同学：
    六个绿色的春天，我
们播种了希望六次；六个
金黄的秋天，我们收获了
果实；六个盛夏的磨砺，
六个严冬的考验，请别忘
记这些有滋有味，有声有
色的时光。    

左子俊



给同学：
    六个春秋，我们都在
一起渡过。虽然彼此之间
可能会有摩擦，但是都会
和好如初。六年里，我们
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重
要的是我们还有互相的陪
伴。一想到马上就要毕业
了，谁不是热泪盈眶呢？
让我们用最真挚的情感，
道声再见！
     

许韵涵



给老师：
    老师，您就像一场及时
雨，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
老师，您就像辛勤的园丁，
为我们播散知识的种子；老
师，您就像一盏明灯，指引
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老师，
您就像肥沃的土地，供应我
们生长的土壤。

古孝天



给同学：
    一起欢笑，一起歌唱，
一起紧张，一起备考，组
成这本影集。随手一翻，
都充满了幸福，不会忘记
的，是你们的面庞。未来
尽管漫长，但固有你们便
不再孤单！

宋子清



给同学：

    如
果你们为实现自己

的目标而奋斗，你们一定

会有所作为。

郎小宇



给同学：
    和煦的阳光，欢乐的操
场，六年的时光，令人难忘；
六年的情感，心头荡漾，昨
日的一幕幕还在脑海中翻滚，
曾经遥不可及的毕业却近在
咫尺，处在毕业之际的我们
一定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
梦，记住彼此的誓言!

夏锦阳



给老师：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老师，我
们不会忘记，您用生命之
光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          

潘晨



给老师：
    农夫种植了果园和树木，
而自己的青春却在流逝着，老
师，您就是我们心里的农夫，
让我们这些懵懂稚嫩的小树苗
长成参天大树。

严星辰



给同学：
    同学们，谢谢你们给我
的陪伴与快乐，我相信在未
来的日子里，你们会向着自
己所定的目标狂奔与努力。
你们的梦想终究会实现，加
油啊！

盛强



给同学：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要知道1％的错误会带来

100％的失败。

姚旭



给老师：
    尊敬的老师，谢谢您和
我们一起共度这六年的时光。
在我的眼中您是最辛劳的园
丁，您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抚
养长大。这浓厚的师生情，
让我永生难忘！

宋泽宇



给同学：
    同窗六年，你把友谊
的种子撒在我心中，我默
默地把它带走。精心栽培，
让他开出芬芳的鲜花。

吴梦瑶



给老师：
    老师在我们相处的这
六个春秋里，您教会了我
们许多道理，许多知识。
在这六年的时光里，我们
从齐腰高变成了齐肩平，
也使我们学会了自律。我
们听从您的教导，成为一
个诚实无伪，无可指摘的
人。

王泽宇



给同学：
    从入学到毕业的六年
时光里，我们每一次的春
游，每一次的运动会，每
一次课外活动中都充满了
我们四班的欢声笑语。希
望在未来所有的同学都可
以完成自己的梦想，难忘
小学时光，将成为我生命
中最珍贵的最难忘的回忆！

张伟航



给同学：

    
同窗六年，你把友谊

的种子撒在我心中，我默

默地把它带走。精心栽培，

让他开出芬芳的鲜花。

吴枫



王寒塘

给同学：

    六个春秋我们

在一起，每一次游

戏，每一次辩

论……都让我回味

无穷。它们将化作

美好的记忆，珍藏

在我心中。



那年的夏天，我们都正青春年少，

即将分别的我们有淡淡的愁绪，

更多的是对未来渺茫生活的向往。

毕业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新旅途的开始。



恩师
难忘



曾经一起上课，

曾经一起吃饭，

曾经一起抢着零食吃，

曾经一起挨批评，

曾经一起受罚，

曾经一起谈天说地，

曾经一起的美好…………



刘校长 的话

    希望同学们继续勤奋努力，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将来
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愿每位同
学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吴校长 的话

    愿同学们在今后的人
生道路上不畏险阻，矢志
不渝，努力攀登，做最好
的自己！同时也希望你们
完善人格，乐观豁达，健
康自信，快乐永远相随！



杨校长 的话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请记住你们是实验小学的学
生，请继续做最好的自己！
用努力诠释中国责任，用行
动吸引世界眼光，充满梦想
，敢于担当，求真求善，争
做栋梁！衷心祝福604班的
孩子们一生平安！



葛老师 的话

    604班全体队员们，六年里，在张老师的
带领下，在全体队员的的共同努力下，你们创
造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班集体，你们即将离开母
校，小学毕业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的
新起点。葛老师衷心希望你们在今后在漫漫的
人生长路上，不怕困难，敢于创新，发奋学习，
放飞梦想，收获希望，早日成长为祖国的栋梁！
同学们，新的征程正等待着我们进发；青春如
此耀眼，信念如此耀眼，让我们以崭新的姿态
面对今后的挑战，向着共青团，向着未来，前
进！ 
 



        文字不是头脑里的理论，而是心灵深处
对真理的渴慕与追求，对生命的珍爱与赞美。
愿你们拥有敏锐如鹰的眼睛，虔敬忠贞的心
灵，博大精深的思想，洞悉至理的高度，体
恤关切的情怀。

班主任 的话
Teacher's Blessing



       致每一位亲爱的孩子你们是

初升的太阳，正冉冉升起；你们

是健壮的小苗，正茁壮成长；你

们是羽翼渐丰的雄鹰，必将在蓝

天翱翔；祝愿你们心情灿烂、生

活多彩、事业辉煌。

宋老师 的话

Teach
er's 

Bless
ing



Teach
er's 

Bless
ing

     1是
指原地踏步，1.01

是指每天进步一点，集

腋成裘，聚沙成塔，每

天进步一点，量变一定

会带来质变。

胡老师的话



林老师 的话

    
六年的小学时光即将画上完满的

句点，我们在时间的海洋里挥笔洒墨，

同学们要开启人生又一美好的阶段—

—中学阶段。在这分别的日子里，老

师想对你们说：太阳般闪耀的美好未

来等待着你们去创造，要努力啊，哪

怕不是为了诗与远方，也要有能为爸

爸妈妈制造惊喜的能力。加油吧好少

年！



友谊
长存



回首校园生涯，
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
更收获了友谊! 



幸福的聚会  
同学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是你事业的好帮手，
是你的精神支柱！
我们期待下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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